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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4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办公空间设计作品 

海纳天成 施旭东  施旭东 

海口海悦国际 ZHH 办公室 张浩华 张浩华  

墨臣石灯胡同办公楼改造 北京墨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赖军、杨卿、董世杰、景刚、

王新亚、刘路平、周波 

居然顶层设计中心 高飞 高飞 

华润·三九医药总部办公楼 陈颖 陈颖 

恆橋辦公室 刘荣禄 刘荣禄、王思萍 

一起设计 林琮然 林琮然、侯正光、李本涛、

姚生、王琰烔 

上海卢湾 917 精品办公 黄全 黄全 

公建办公生产用房第一标段和影视制

作办公楼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周诗晔、王晓真、何嘉杰、

李畅 

柴国宏办公室 柴国宏 柴国宏 

築 邵唯晏 邵唯晏、邵方璵、林予幃 

成都汇思曼皮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堂术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范锦铬 

北京路 2 号修缮项目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苏海涛、邹勋、任泽粟、程

舜、陈蓉 

新会陈皮村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公司 吴宗建、吴祖斌，冯盛强，

刘津 

X.D.H 设计办公室 徐代恒设计事务所 徐代恒、周晓薇、吴青青 

希格玛商务中心 罗劲 罗劲、张晓亮、程菲 

威克多制衣中心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环

艺院 室内所 

张晔、纪岩、饶劢、郭林、

韩文文、马萌雪、顾大海、

刘烨、谈星火 

思丽室内设计新办公室 张文基 张文基 

澳門勵峻創建有限公司(香港辦事處) 洪约瑟 洪約瑟、李啟進 

云南玉溪活发集团大厦综合楼 殷艳明 殷艳明 

融汇民俗的新东方气韵 施传峰 施传峰、许娜 

梁筑设计工作室 徐梁 徐梁、郑怀玉、李祖林、潘

楚楚 

柏涛建筑公司办公室 罗劲 罗劲、胡继峰、于焕焕 

金杜律师事务所 arnd arnd momentum 设计团队 

流星花园 鲁小川 鲁小川 

未来对撞器·奇虎 360 新总部办公室 何大为 何大为、Echo Zhang，Serena 

Shu,Tina Ren 

英国利洁时北亚洲总部办公室 何大为 何大为、Lyon 

回·矩阵空间 郑杨辉 郑杨辉、黄友磊 

易和设计小河路办公室 杭州易和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马辉 

英国 LFL 集团上海总部 徐鼎强 徐鼎强、孙非、王悠中 



苏州尼克设计事务所 苏州尼克设计事务所 尼克、王星 

Heisen 郭坤仲 郭坤仲、蔡小城 

诚盈中心办公楼 罗劲 罗劲、张晓亮、高山 

宁波市禾公社装饰办公空间 胡秦玮 胡秦玮 

造美合创 福州造美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黄桥、李建光、黄桥、郑卫

锋 

宁波恒丰贸易有限公司 林卫平 林卫平 

尘界浮影 郑展鸿 郑展鸿、刘小文 

中国电信龙计划呼叫中心 傅正麟 傅正麟、叶露、傅正昕 

UI 室内设计事务所改造 陈显贵 陈显贵 

JSD 设计机构办公室 JSD 设计机构 - 广州锦长建筑

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蒋立、叶嘉楹、吴永健 

太格尔装饰成都办公室 四川太格尔装饰装修工程有限

公司 

闫美军、胡佳 

亚信联创研发中心 北京包达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王闳、孙宁 

天坤集团总部办公室 成都相上文象建筑装饰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 

李万鸿、刘宝磊、刘元 

呼吸的内建筑 柯智益 柯智益、林志明 

光影·宁波永信集团总部 查波 查波、冯陈、陈波 

VIPABC 陆家嘴总部办公室 陈威宪 陈威宪 

凯风公益基金会研究中心 北京包达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王闳、王宏、孙宁 

Teleperformance 西安办公室 陈轩明 陈 轩 明 、 Arthur Chan 、

Warren Feng、Linda Qing 

秩·序 李渊 李渊 

北京中关村东升科技园泰利驿站办公

室 

北京清石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 

李怡明、吕翔、贾文博 

广州柏壹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办公室 广州柏壹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梁永帮、PRO-E 设计团队 

成都珠江新城国际 A4 办公楼 李伟强 李伟强 

互融 菲灵设计 伍文、菲灵设计团队 

紫光同能（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陈大为 陈大为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4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别墅空间设计作品 

太原帝豪蓝寶庄园·山宅一生 裴俊杰 裴俊杰 

蜀风停苑 郑军 郑军 

山西江鸿·铂蓝郡 王卫 王卫 

北京清凉盛景别墅 王卫 王卫 

北京金地西山艺境 王小根 王小根 

河南郑州私人别墅 河南西元绘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王本立、付俊 



天津金地紫乐府 李新喆 李新喆 

北京富力湾别墅 刘彦杉 刘彦杉、孙婷婷 

人文挹翠 张祥镐 张祥镐、高子涵 

杭州大华西溪悦宫私宅·古典新生 池陈平 池陈平 

海派风尚 刘非 刘非 

北京晴翠园 黄珊珊 黄珊珊 

南京依云溪谷别墅 李浩澜 李浩澜 

长沙汀香十里 陈新 陈新 

阳光诗意的美学之居 翁维 翁维 

天津东丽湖揽湖院 王宗原 王宗原 

半山建築 楊煥生 楊煥生、郭士豪 

西山颐居 吕爱华 吕爱华 

佛山中海文华熙岸邓宅 黎广浓 黎广浓、唐列平 

生活的艺术 平凸 平凸、涂程亮、刘纪广、宁

本翠 

光合呼吸宅 郭俠邑 郭俠邑、陈燕萍、杨桂菁 

框景自然 郭俠邑 郭俠邑、陈燕萍、杨桂菁 

恋恋乡村风 任方远 任方远、丁洁华 

杭州桃花源沈宅 梁苏杭 梁苏杭、虞杰、周琼瑜 

台州仙居和家园别墅 杨钧 杨钧 

金华华欣名都 17-A 徐梁 徐梁、李祖林 

稍縱即逝 呂秋翰 呂秋翰、廖瑜汝 

武汉长源假日港湾中式别墅 武汉观悟室内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 

刘洋、谢晓松、章平 

依岸康堤 徐庆良 徐庆良、彭伟赞、黄缵全 

南京栖园·漫步水云间 沈烤华 沈烤华、崔巍、潘虹 

路 孟也 孟也 

尽享法式奢华之美 王春 王春、曹彦林、郭芳 

國玉·闊 俞佳宏 俞佳宏 

艺术品收藏家的别墅 arnd Arnd、momentum 设计团队 

怡然居 由伟壮 由伟壮、王敬超 

书香致远 屋华天然 郑杨辉 郑杨辉 

云南丰宁家园 张艳芬 张艳芬 

穿透岁月的美 陈熠 陈熠 

苏州务本堂别墅 黄伟虎 黄伟虎 

于·舍 许建国 许建国、刘丹、陈涛 

宁波石浦·宅院 查波 查波、冯陈 

追求东方的自然生活品味 严海明 严海明、俞挺、石磊、夏小

丽 

泉州滕王阁公馆 谢煌炜 谢煌炜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4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餐饮空间设计作品 

吾岛·融合餐厅 杭州意内雅建筑装饰设计有限

公司 

朱晓鸣 

The Spaghetti House 寧設計事務所 Candice Chan、Andy Liu 、 

Frankie Lau 

鱼非鱼 邹巍 邹巍 

良适小食 刘峰 刘峰 

书语坊餐吧 温浩 温浩 

天意小馆 王奕文 王奕文 

茅庐印象万达店 张迎辉 张迎辉 

一百家子拨面 张京涛 张京涛 

努力餐 杨刚 杨刚、闫雯 

盛焰精致铁板烧餐厅 江西大木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项帅 

徐州悠仙美地 李浩澜 李浩澜、赵雨楠 吴小进 朱

凤琪 

721 幸福牧场 利旭恒 利旭恒 

北京丽都花园罗兰湖餐厅 陈贻 陈贻 

青年餐厅·光阴的故事 许耀元 许耀元、顾赛、方子超、王

晟、周翠、李秀英、朱国丽、 

安慧蒙 

OPUS CAFE 李公堤店 黄伟虎 黄伟虎 

野茶红酒餐厅 王严钧 王严钧 

朴素九段烧餐厅杭州天虹店 许立强 许立强、向亮、李颖 

葫芦岛食屋私人餐厅会所 赵睿 赵睿、燕群、刘方圆、曾庆

祝、李龙君、伍启雕、邓猗

夫、黄迎、郭春兴 

香港茜廊连锁品牌餐厅·上水店 广州点子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许鹰 

元莱美食尚餐厅 深圳市艺鼎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王锟 

动手吧 内建筑设计事务所 沈雷 

烤古烧烤二店 毛赟 毛赟、刘宏裕、俞怀德 

东湖 1958 李强 李强、徐童 

亭中佛印·泰亭时尚餐厅大上海时代广

场店 

任磊 任磊、储艳洁、文浩、孙明

敏 

满堂鸿避风塘 法之家设计工作室 李万历 

徐州淡水渔家 无锡市上瑞元筑设计制作有限

公司 

冯嘉云、陆荣华、铁柱、刘

斌 

合肥小米餐厅 上瑞元筑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范日桥、朱希 

云鼎汇砂丹尼斯·天地店 孙华锋 孙华锋、胡杰、赵彬彬、麻

美茜 

一角生活 王敬超 王敬超 

Sient Heart 王晚成 王晚成、李敏奇、刘伟 



富民一丘田杨梅庄园温室餐厅 陈晓丽 陈晓丽 

輕井澤鍋物·高雄博愛店 周易 周易、朱翊嘉、廖雅婷 

輕井澤鍋物·台南店 周易 周易、吳旻修、蔡佩如 

多伦多海鲜自助餐·苏州圆融店 无锡市上瑞元筑设计制作有限

公司 

孙黎明、耿顺峰、胡红波 

扬州东园小馆 无锡市上瑞元筑设计制作有限

公司 

孙黎明、耿顺峰、陈浩 

致青春主题餐厅 由伟壮 由伟壮、李健 

同·楽 胥洋 胥洋 

青春餐厅 武汉品筑凌川设计顾问有限公

司 

凌川 

港麗餐廳 利旭恒 利旭恒、趙爽、尤芬 

鹤一烧肉·北京 利旭恒 利旭恒、赵爽、郑雅楠 

咔法天使咖啡厅 周剑青 周剑青、姚文娟、陈奇石 

北京侨福芳草地小大董店 刘道华 刘道华、陈亚宁、张怀臣、

马东阳、陈双喜 

六瑞堂原味餐馆 石龙贵 石龙贵、罗思、林覆生 

九十海里新派火锅 济南思锐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王远超、王凡、何勇、庄鹏 

35MM 片场烧烤餐厅 李文 李文、管锡亮 

露会所 南京名谷设计机构 潘冉、易红 

印象村野 南京名谷设计机构 潘冉、徐婷婷 

眉州东坡酒楼·苏州万科美好广场店 王砚晨 王砚晨、李向宁、郑春栋 

南京六朝御品 王帅 王帅 

THAI CUISINE 茶马天堂 朱伟 朱伟 

蘇浙匯·王府井店 貳零壹叄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史毅晶 

凹凸餐吧 黄永才 黄永才、王文杰、王艳玲 

粤新茶餐厅 卢忆 卢忆 

宴火餐厅 徐梓铭 徐梓铭 

神户日本料理 孙洪涛 孙洪涛、朱晓龙 

淮上豆腐酒店 张承宏 张承宏、徐川 

雪坊優格 任萃 任萃 

澳门海擎天茶餐厅 范业建 范业建、付加影 

北京阿斯牛牛（凉山）彝族文化综合体 倪镔 倪镔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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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艺廊 于强室内设计师事务所 毛桦 

宁波北仑银泰城 曾卫平 曾卫平 

湖州东吴银泰城 曾卫平 曾卫平 

FM 服装中华园店 成都璞石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毛继军、吴秀毅、向晓燕 



逸舒之家女装·太原融合店 王冬梅 王冬梅 

西安大明宫万达广场 广州厚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冯厚华、谢贯荣、何家乐 

音乐新体验 何宗憲 何宗宪、 王启成、 陈显成 

保利·珠宝展厅 陶磊（北京）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 

陶磊、康伯州 

邱比特之舞·金吉泰光之廊 林琮然 林琮然、李本涛、姚生、涂

静芸、文世友 

合肥华润五彩城 J&A 姜峰设计公司 刘炜 

Farm Direct 廖奕权 廖奕权 

乐活会 大连工业大学/张健室内设计

事务所 

张健、刘海龙、刘天一、周

玉莹 

GO fashion 成都主题店 余颢凌 余颢凌 

青岛良友书坊 张国栋 张国栋、顾婵娟 

香港潞施集合店 唐列平 唐列平、黎广浓 

芝度法式烘焙馆·建政路店 徐代恒 徐代恒、周晓薇、吴青青、

黄仲谋 

晴荷揀香铺 尹平 尹平 

寻茶 鸿扬家装 张瑞、黄雄斌 

北京 Cassina 展厅 法之家设计工作室 李万历 

K's 奢侈品店 何承春 何承春 

风信子裘皮 高金锋 高金锋、姜克文、张湖杰 

新世纪食品城·世博源店 上海船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平野裕二、三枝信雅、贺炜、

张志峰 

宁波狮丹努集团面料展厅 卓稣萍 卓稣萍、卓永旭、覃小莉、

徐群莹 

优酒库 郭坤仲 郭坤仲、蔡小城 

流动·厦门 ALVIN 高级定制摄影会所 翁德 翁德、梁剑峰 

内蒙古呼和浩特泰和文化体验馆 庞博 庞博 

永利奢侈品店 蔡进盛 蔡进盛、万志祥、廖南特、

李光文 

红酒体验吧 邱洋 邱洋 

传世家居美学馆 李柏林 李柏林 

木本源中式卫浴旗舰展厅 胡俊峰 胡俊峰、张学翠、张伟 

璞如花韵 致之人意 赵晓吉 赵晓吉 

慕思总部展厅 陈飞杰香港设计事务所 陈飞杰、夏春卉、欧伟培、

董玉军 

築韻廚具展售門市 陳建佑 陳建佑 

乌蓬檐下 空格营造设计事务所 金海洋 

大巢氏 许建国 许建国 

美源美源汽车展厅及售房部 吴钒 吴钒、吴杨武、梁瑞雪 

苏州自在复合书店 ASMA HUSAIN ASMA HUSAIN Asma 

野兽玫瑰 陈二琳 陈二琳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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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西海中信高爾夫會所及酒店 黃志達設計師有限公司 黄志达 

济南美利亚大酒店 黄全 黄全 

上海航天酒店 上海现代装饰环境设计研究院 王传顺 

成都温江费尔顿凯莱大酒店 刘波 刘波 

江西樟树东方古海养生度假酒店 杭州麦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麦珂 

杭州西溪宾馆 杭州陈涛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陈涛、黄珏、施锦飞、金武 

丽江天雨精品酒店 任清泉 任清泉 

广州逸林希尔顿酒店 广州市铭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梁礎夫、潘兆坚、蒋立、李

妍 

Wisteria Hotel 观止廊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韦建、韦西丽 

普陀山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心·如易阁 阮菲 阮菲 

济宁万达嘉华酒店 深圳姜峰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姜峰 

麦芽精品客栈 杨钧 杨钧 

海南椰仙谷精品酒店 邝道华 邝道华 

随风户外天空度假社区 李吉 李吉 

成都环球中心天堂洲际大饭店 陈治强 陈治强 

深航国际酒店 陈羽 陈羽、沈磊 

成都双流机场酒店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庄磊、龚彦敏、张龙、吴伟

亮 

成都 B&B 唐堂民宿 吴冠成 吴冠成 

济源东方建国饭店 孙华锋 孙华锋、刘世尧、张利娟、

李珂、王方、孙健、郭新霞、

孙卫民、杨景瑞、郑振威 

长沙融程花园酒店 上海观晟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周锋、李书证、江欢、周勇

波 

深圳城市酒店 黃治奇(香港)酒店娛樂策劃設

計有限公司 

黄治奇 

无锡艾迪花园精品酒店 吕邵苍 吕邵苍、王剑 

贵安溪山温泉度假酒店 何华武 何华武、龚志强、吴凤珍、

蔡秋娇、杨尚炜、林航英 

无锡舒隅酒店 林斌 林斌 

潍坊万达铂尔曼酒店 深圳姜峰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姜峰 

环情湾概念酒店 豪庭设计机构 金海峰、金海峰、黄蒙、李

伟杰 

永联小镇度假酒店 梁爱勇 梁爱勇、郁健、葛余良、钟

石林、赵军、姚维薇 

深圳雅兰酒店 毕路德国际 刘红蕾、杨宇新 

中信金陵酒店 广州集美组室内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周海新、林学明、曾芷君 

东莞嘉映玥精品酒店 广州集美组室内设计工程有限 徐婕媛、陈向京、徐婕媛、



公司 谢云权 

中信泰富朱家角锦江酒店 广州集美组室内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徐婕媛、曾芷君、陈向京、

徐婕媛、谢云权、陈志和 

南昆山十字水生态度假村·竹别墅 广州共生形态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 

彭征 

稻城亚丁日松贡布酒店 张敏 张敏 

招金舜和国际饭店 崔友光 崔友光 

深圳回酒店 YANG 酒店设计集团 杨邦胜、赖广绍 

海之韵·保利银滩海王星度假酒店 何永明 何永明、道胜设计团队 

世贸万锦酒店 孙洪涛 孙洪涛、朱晓龙 

江苏江阴敔山嘉荷酒店 徐迅君 徐迅君、王莹辉、杨育青、

韩晓煜、吴晓晖、郑佳驰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4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休闲健身空间设计作品 

美的君蘭國際高爾夫俱樂部會所 黃志達設計師有限公司 黄志达 

元和薈會所 劉可華 劉可華、何俊锋 

长春私人会所 邹咏 邹咏、陈轩 

长沙德思勤城市广场 121 当代艺术中

心 

J&A 姜峰设计公司 袁晓云 

金轮新天地·美伊美婷 黄莉 黄莉 

陶然居 徐攀 徐攀、张巧 

原河名墅社区会所 张迎军 张迎军 

百年吴裕泰连锁·裕泰东方 赖建安 赖建安、高天金、朱珈漪 

稍可轩 孙铮 孙铮 

长沙橘洲度假村 陈志斌 陈志斌、王亦宁、谢琦、司

马雄、娄检、谭丽 

苏州远雄水岸秀墅会所 福田裕理 福田裕理、祖父江贵、郑林

森 

原创美业 朱统菁 朱统菁 

索拉古贝 SPA·足浴养生会所 浙江艺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季蓉慧、陈碧帆、张建远 

北京御汤山会所 吴文粒 吴文粒 

丝域养发馆 珠海市空间印象建筑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 

霍承显 

保利琶洲天悦会所 尚诺柏纳·空间策划联合事务所 王赟 

嘉峪关市南湖大厦休闲空间 刘旭东 刘旭东、贾江、焦庆夫、刘

宏涛 

瑞禾园雅集会所 刘世尧 刘世尧、李西瑞、许国娜、

杜娇、吴亮亮 

宁夏银川市森林公园会所 周方成 周方成 

古一宏禅茶馆 林森 林森、吕杰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4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样板间/售楼处空间设计作品 

居然顶层设计中心·梁建国之家 梁建国 梁建国 

成都瑞居·绿岛 赵学强 赵学强、李涛 

昆明云路青瓷大宅·莲 云南博文思捷室内设计有限公

司 

刘宗亚、周舟林 

西情東韻 杜柏均 杜柏均、王稚云 

大连曲悦·风尚居 刘卫军 刘卫军、梁义、方永杰 

南充中能·朗润国际销售会所 方峻 方峻 

杭州绿城蘭园 浙江绿城家居发展有限公司 谭瑶 

台中聯聚怡和·與木為親 张清平 张清平 

广州萝岗奥园广场销售中心 广东锐美集思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 

刘锐韶 

台中國家 1 號院·設計之外 张清平 张清平 

新竹青川之上售樓處·樂章悠揚 张清平 张清平 

本質 Inner Peace 大雄設計 林政緯 

宜宾永竞售楼部 多维设计事务所 张晓莹、范斌、张鹏 

顺义江山赋样板间 汪宸亦 汪宸亦 

无锡拈花湾禅意小镇售楼中心 上海禾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陆嵘 

茗泉茶庄 刘晓亮 刘晓亮、岑幸、祁喜贺 

维多利亚高级美发会所 赖伟成 赖伟成 

印象客家溯源会所 张清华 张清华 

瑞丽高尔夫会所 邓鑫 邓鑫 

明心堂文化养身会所 郑加洪 郑加洪 

大隐于市的四合院 上海禾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陆嵘、苗勋、沈寒峰、杨雅

楠 

G1 会所 筑邦臣设计公司 张海涛 

江畔会所 辛明雨 辛明雨 

云弄会所 肖艳辉 肖艳辉、莘奇曾 

中海黎香湖综合运动馆 莫惠华 莫惠华 

JHKJ 会所 徐经华 徐经华、徐艳、苏亭 

北京银泰生命汇会所 孟可欣 孟可欣、王渊 

济南蓝石溪地农园会所 华诚博远（北京）建筑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王泉、蔡善毅、李勉丽、徐

海龙、王旖濛、张长青、徐

琨 

田厦国际·荣瑞兴业企业会所 陈飞杰香港设计事务所 陈飞杰、余祖兴、吴程龙、

周世洪 

雕刻·冥想 邵凯 邵凯 

惠州中信紫苑汤泉茶馆会所 邱春瑞 邱春瑞 

重生·兰亭会 胡笑天 胡笑天 

欧灵造型 一亩梁田设计顾问 曾伟坤、曾伟锋、李霖 

素业茶苑 黄通力 黄通力 



沈阳中铁丁香水岸售楼会所 陈贻 陈贻 

中山远洋 A12 区样板房 向凯 向凯 

时代云 余霖 余霖、雷华杰 

长沙第六都楼王样板房 陈志斌 陈志斌、谢琦 

东莞市光大天骄御峰花园 3#B 户型样

板房 

东莞市蜜尔室内陈设设计有限

公司 

李坚明 

沐·暮 近境制作设计有限公司 唐忠汉 

昆明中航云玺大宅·玺悦墅泰式户型 深圳市则灵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罗玉立 

杭州美和院样板房 许亦多 许亦多、叶磊、徐开、余腾 

长沙东怡大厦售楼中心 广州华地组环境艺术设计有限

公司 

曾秋荣、曾冬荣、张伯栋 

水色沙龙 江欣宜 江欣宜、吳信池、盧佳琪 

昆明富民山与城样板房·清雅时光 黄丽蓉 黄丽蓉、张植蔚 

成都滨江景城 A 户型样板间 成都龙徽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

司 

唐翔、李莉珊、陈朝东 

三亚保利凤凰公馆销售中心 陈正茂 陈正茂 

惠州莱蒙水榭湾样板房 深圳市柏瑞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张东海、赵芹 

成都中德英伦联邦 A区 5#楼 3302 户型 柏舍设计（柏舍励创专属机构） 钱思慧 

武汉光谷·芯中心独栋办公样板 王治 王治、何璇、陈戈利 

济南建邦原香溪谷 C12 号楼上跃户型

样板间 

岳蒙 岳蒙 

济南建邦原香溪谷二期 301 户型样板

间 

岳蒙 岳蒙 

昆明东盟森林 E1 户型样板房 5 2 设计（柏舍励创专属机构） 易永强 

绍兴金地蘭悦销售展示中心 杭州易和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李扬 

挪威的森林·实力集团昆明东盟森林样

板房 

重庆品辰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 

庞飞、袁毅、代曼淇 

海浪的吟唱 陈向明 陈向明 

宁波格兰晴天 H 户型样板间 张波 张波 

重庆旭阳台北城学生公寓样板房 张海涛 张海涛、张德运、陈朝立 

北京西山艺境 13#叠拼下跃样板间 连志明 连志明 

北京西山艺境 13#楼联排样板间 连志明 连志明 

常州中海锦龙湾售楼处 桂峥嵘 桂峥嵘、Grace 张晓薇、丁

露峰 

中山时代倾城·狼羊之恋 广州共生形态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 

谢泽坤、 林凯佳、陈泳夏 

杭州万科郡西别墅 LSDCASA 葛亚曦、彭倩、蒋文蔚 

惠州莱蒙水榭湾销售中心 毕路德建筑顾问有限公司 刘红蕾 

深圳合正丹郡销售中心 邱春瑞 邱春瑞 

江西宜春江湖禅语销售中心 邱春瑞 邱春瑞 

株洲神农养生城 B 型别墅样板间 谢剑华 谢剑华、陈逸清 

佛山万科金色领域 广州共生形态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 

彭征、史鸿伟、谢泽坤 



深圳万科壹海城·玺湾 LSDCASA 葛亚曦、周微 

深圳花样年幸福万象售楼处 韩松 韩松、姚启盛、庞春奎 

深圳花样年幸福万象 C-02 户型样板房 韩松 韩松、姚启盛、庞春奎 

无锡吴月雅境售楼处 上海莆森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小林正典、胜木知框、小林

怜二 

长治意境东方 李渊 李渊 

上海徐汇万科中心 穆哈地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

司 

颜呈勋 

向蒙德里安致敬·保利佛山三山西雅图

样板房 

何永明 何永明、道胜设计团队 

成都北欧知识城 3G 创意园展示中心 中英致造设计事务所 赵绯、龚骞 

成都中国会馆小院 周勇 周勇、洪明皓、吴斌、王薇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4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娱乐空间设计作品 

来福士广场雅诗阁酒店·尚酒吧 赵学强 赵学强、李涛 

臻会所 SCD 香港郑树芬设计事务所 郑树芬、杜恒 

良适小饮 刘峰 刘峰 

麦咭客 KTV 汤双铭 汤双铭、王漫阳、李远征 

仙华檀宫皇家会所 上海璞尚室内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 

蔡军 

SOHO 量贩 KTV 时代广场店 王双梅 王双梅、张昱 

威斯汀 房凤丹 房凤丹 

擁抱酒吧 京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周讌如 

銀河世界會所 湯物臣·肯文設計事務所 罗卓毅 

AMAZING CLUB 杭州意内雅建筑装饰设计有限

公司 

朱晓鸣 

哈尔滨俱乐部 罗文 罗文 

绿盒子公社 韦建 韦建、岳军、岳辉 

牛仔部落 冯振勇 冯振勇 

重庆环球五号娱乐会所 黃治奇(香港)酒店娛樂策劃設計

有限公司 

黄治奇 

菲芘国际派对空间·台州 深圳市新冶组设计顾问有限公

司 

吴家煌、陈武、张春华、代

浩 

昆山皇家公馆 郑加兴 郑加兴、郭骏、陈碧帆、卢

文义 

广州黄埔绅豪会所 谭哲强 谭哲强 

SD.368 私人会所 金海峰 金海峰 

唯色艺客猫吧 毛毳 毛毳 

天空之爱 KTV 辛明雨 辛明雨 

剧 ING 剧漫吧 河南壹念叁仟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李战强 

红酒会 蔡进盛 蔡进盛、冯余爽、罗琼、管



文斌 

白鹭洲啤酒屋 南京名谷设计机构 潘冉、易红 

天幕酒吧 陈武 陈武、张春华、吴家煌、代

浩 

海口 M2 酒吧 海南紫禁殿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陈锦晖 

格鲁吉亚红酒会所及红酒馆 康拥军 康拥军、闫丽、孙举杨、马

晓刚 

南京 Paradox 酒吧 张兆勇 张兆勇 

匈牙利 TOKAJI 拉茨洛葡萄酒庄园 孙引 孙引、唐启鹏 

移动的水上会所·国窖 1573 游艇 李伟强 李伟强 

得康会所 广州市锐意设计有限公司 黄永才、王艳玲 王文杰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4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住宅公寓空间设计作品 

私人定制 赵鑫 赵鑫 

半岛城邦潘宅 李姝颖 李姝颖 

泰安道五大院一号院 张宝山 张宝山 

锦华苑 苏州一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周森 

桃園呂公館 刘荣禄 刘荣禄、周筱婕 

吴月雅境 何宗憲 何宗憲、林锦玲、陈小艳 

樸緻居 张祥镐 张祥镐、胡善淳 

旅行驛 伊太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高子涵、張祥鎬 

青林湾平层大宅 董世清 董世清 

东方润园私宅设计 张泉 张泉 

天正滨江·宅心物语 黄莉 黄莉 

初·相 黄译 黄译 

閣樓生活 任萃 任萃 

圓·融 甘納空間設計工作室 陳婷亮、林志遠 

疊˙域 甘納空間設計工作室 陳婷亮、林志遠 

宅·擁抱 黃金旭 黃金旭、廖怡菁、詹竣捷 

療癒系住宅 鄭明輝 鄭明輝 

LOFT 27 張凱 張凱、呂仲雯 

時尚之悅 張凱 張凱、廖偉翔、陳珮華 

礁溪趙宅 京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周讌如 

诺丁山住宅 ACE 谢辉室内定制设计服务机构 谢辉 

宁璞勿时 徐攀 徐攀、陈罗辉 

云淡风轻·花鸟古韵气息的静谧空间 杭州辉度空间室内设计 夏伟 

一扇窗·漫一室 邵唯晏 邵唯晏、邵方璵 

河岸之心 蘇健明 蘇健明 

38/F-39/F 文华汇 廖奕权 廖奕权 

嘉·醴 楊煥生 楊煥生、郭士豪 

賦·采 楊煥生 楊煥生 郭士豪 

Deep In Nature 廖奕权 廖奕权 



维科上院 王杰 王杰、周磊 

沉靜 Loft Houseing 莊軒誠 莊軒誠 

純粹 莊軒誠 莊軒誠 

光鑄長屋 近境制作设计有限公司 唐忠汉 

中悅上林苑 匠意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謝沛紜、黃穎煥 

當代藝術宅 郭俠邑 郭俠邑、陈燕萍、杨桂菁 

40 號隱·秩序 洪文諒 洪文諒 

格林童话 南京熹维室内设计 蔡佳莹、李婧 

35 號域·自慢 洪文諒 洪文諒 

碧云居 孟繁峰 孟繁峰 

水色天光 呂秋翰 呂秋翰、廖瑜汝 

雙生蛻變 江欣宜 江欣宜、吳信池、盧佳琪 

天豪公寓 温州大墨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叶蕾蕾、叶建权 

丽岙私宅 温州大墨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宋毅 

加勒比童年 贺彭 贺彭 

名人府 常州鸿鹄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陈成 

v 先生 董世雄 董世雄 

柏樂苑 洪约瑟 洪約瑟、李啟進 

J. W. Home 綵韻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吳金鳳、范志聖 

魅·颜 苏丹 苏丹 

童言无忌 桂州 桂州 

守望麦田闻到自然味的家 黄育波 黄育波 

亚太财富广场·新巢 严晓静 严晓静、秦余禛 

溫莎堡·器宇 俞佳宏 俞佳宏 

HK.LIFE 李康 李康 

喧嚣背后 胥洋 胥洋 

禪綿· 纏綿 戴銘泉 戴銘泉 

上海滩花园 黄文彬 黄文彬 

居者演譯 慕澤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蔡宗諺、慕澤設計團隊 

輕盈·愉悅·三代同堂 戴銘泉 戴銘泉、張燕蓉 

老學問·開拓新設計力 境觀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蘇泂和、劉姵坋 

北京遇上西雅图·君汇新天私宅 刘金峰 刘金峰 

浪漫满屋之名城世家 徐娟 徐娟 

E style 公寓 EnricoTaranta EnricoTaranta 

原木空间设计·遥牧 原木空间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陈刚 

红星国际晶品 昆明中策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黄希 

台北信義區李宅 譚淑靜 譚淑靜 

軸心 王俊宏 王俊宏、林俪、曹士卿、陈

睿达、黃运祥、林庭逸、陈



霈洁、张维君、赖信成、黎

荣亮 

凱思特·桃園當代名廈 凱思特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陳翰生 

自由·家 李成保 李成保 

我们的诺漫邸 张鹤龄 张鹤龄 

成都九龙仓御园港简约三居 徐玉磊 徐玉磊、秦浩洋 

延續·延續 本入設計有限公司 黃仁輝 

时尚阿拉伯 陈文学 陈文学 

月光流域 陳冠廷 陳冠廷、陈丽芬 

普普藝術 林宇崴 林宇崴、黃中孚 

泉州聚龙小镇 张鹏峰 张鹏峰、蔡天保、张建武 

掬一把天光 林宇崴 林宇崴 

角·度 林宇崴 林宇崴 

潛伏的藝術雕塑理念 界陽 馬健凱、賴怡芬 

封闭之家 梁锦标 梁锦标 

 

作品名称 参评单位 设计师 

金堂奖·2014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年度优秀公共空间设计作品 

江苏溧阳天沐南山中医养生会所 谢银秋 谢银秋 

十二间·宅 梁建国 梁建国 

中山劉公館 刘荣禄 刘荣禄、張簡子敬 

環亞機場貴賓室 陳德堅 陳德堅 

沈阳文化艺术中心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文勇、王岩、俞国斌、曹鑫 

焦作清真寺 刘非 刘非 

浙商博物馆 王建强 王建强、臧庆年、陈福奎、

周启泛、王晴 

YouBike 台東都歷遊客中心 邵唯晏 邵唯晏、楊詠馨、楊惠財、

林庭羽 

P+ONE 体验馆 广州普利策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何思玮、梁穗明 

ON/OFF·2013 廣州國際設計周展位 湯物臣·肯文設計事務所 谢英凯 

深圳图书馆爱来吧 兰敏华 兰敏华、乔宇、关皓、李张

鹏、颂利琳 

艾米 1895 电影街（沈阳及上海） 雅隅空间艺术 皇甫丽君、斯龙海（主创之

一）、夏梅龙 

雅居乐中心 梁永钊 梁永钊 

AD 安抵展厅 陈暄 陈暄、张拓、方凯 

质子重离子医院 周毓文 周毓文、董亦博 

鲁班纪念馆 黄琳 黄琳、张帅、董满仓、陈忠

良、郝磊、魏巍、刘梅 

愛與夢想的重生 羅仕哲 羅仕哲 

回·广州国际设计周展厅 广州华地组环境艺术设计有限 曾秋荣、曾冬荣、张伯栋 



公司 

梦想±设计 广州市和马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马峻青、马劲夫、陈健生 

广州图书馆亲子绘本阅读馆 广州市和马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马劲夫、杨顺敏、马峻青 

枫叶儿童之家 蒋丹 蒋丹 

泰丰汇民间手工布艺体验馆 谷鹏 谷鹏、刘越、牛震、李帅、

王程 

台北建聲聽覺 譚淑靜 譚淑靜 

婴儿园艾马仕幼儿园 李军 李军、张德超 

植福园翡翠艺术馆 蔡小城 蔡小城、郭坤仲 

金湖县规划展示馆  江苏华博创意产业有限公司 许小忠 

托克托工业园区展示馆 呼和浩特大墨时代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韩海燕、武英东、贾鹏、 赵

静 

佳木斯赫哲族文博馆 哈尔滨梧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滕宏伟、钱晓彬、于春霞 

太仓市规划展示馆 上海风语筑展览有限公司 李晖 

福州城市发展展示馆 上海风语筑展览有限公司 李晖、李祥君 

新世代的城市美學 慕澤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蔡宗諺、慕澤團隊 

蛹当代艺术中心 品上设计 李一、励成、乔大伟 

黄河科技大学图书馆 河南壹念叁仟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李战强 

北京东方剧院 陈武 陈武 吴家煌 王松涛 

国家电网江苏电力体验馆 上海尚珂展示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王玮、王征宇、周黄平、张

瑞航、庞淼、王春磊、徐晓、

胡红梅 

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 上海尚珂展示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王征宇、王玮、王春磊、刘

小丽、庞淼、张瑞航、徐静、

徐晓雯、胡红梅 

ABC COOKING STUDIO 上海莆森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小林怜二、胜木知框、小林

正典 

21 空间美术馆 倪阳 倪阳 

无限竹林·吴月雅境 胜木知宽 胜木知宽、小林正典、小林

怜二 

济南阳光一百艺术馆 深圳市尚环境艺术设派计有限

公司 

周静、刘来愉 

荪臻臻艺术医疗美容机构 汪晖 汪晖、余祉妍 

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规划展览馆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

司 

周新华 

 

 


